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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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已 30 多年
了遥作为一名地质老兵袁回望煤田大开
发的往昔岁月和煤炭地质勘探工作从
传统地质到大地质的演变历程袁我感触
颇多遥

上世纪 50年代袁 我国正处于工业
化起步时期袁急需寻找矿产资源袁所以
国家对地质行业特别重视遥地质人经过
几十年的探索与奋斗袁找到了许多紧缺
资源袁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奠定了
坚实基础遥进入新时代袁我国已处于工
业化的中后期和信息化时代袁大规模煤
炭资源勘探的时期已经过去袁矿区转入
了服务开发和保护利用阶段袁由以往粗
放的追求野数量冶和野速度冶的发展阶段
转型到野质量冶阶段遥

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袁野外尧山川尧
河谷就是他们的实验室袁地质情况要靠
丰富的资料积累来准确判断尧 总结遥目
前袁煤田地质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
论体系袁专业门类齐全袁综合性强袁在国
家经济建设中基础地位仍不可动摇遥到
我参加工作时袁煤田地质学的理论水平
已通过学习国外最先进的理论袁基本进

入到了在我国大型煤田的应用期遥其中
最重要的标志是沉积环境分析尧聚煤规
律研究和聚煤模式的建立袁这是煤田地
质理论在资源勘探及研究预测评价中
最先进的理论袁对大型聚煤盆地的研究
与预测作出了很大贡献遥

当时煤炭行业整体技术处于中端
水平袁 经过十多年的勘探与建设袁 一
批高产高效现代化矿井陆续在神府煤
田建成袁 引领我国煤炭工业走进世界
先进行列遥 随着钻探技术的进步和提
高袁 较大埋深的资源区开始被大规模
勘探和开发袁 如黄陇尧 彬长尧 榆神中
深部尧 榆横等遥

煤炭地质技术发展经历了漫长的
周期袁 经过长期探索研究与应用袁 发
展空间已经由广袤大地发展到矿山和
井下袁 进入提供采前尧 采中及保护开
采的新时代遥 人-地关系是永恒主题袁
煤炭地质学科仍是有生命力的科学浴
凡是工程活动都需要地质知识袁 无论
工程活动的哪一个侧面或分支学科袁
地质基本理论都是不可偏离的根基遥煤
炭资源勘探周期长袁 需要由浅入深尧循

序渐进袁综合研判遥随着国民经济建设
迈向工业化及后工业化时代袁煤炭地质
行业需要不断拓展新领域袁勘探的技术
方法越来越科学化遥

煤炭地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给我
们提出了新使命尧 新要求袁 过去是找尧
查尧探袁针对的是静态赋存资源遥现在要
针对采煤动态的变化尧破坏尧影响与资
源互动袁面临的方向主要有地质保障技
术尧清洁综合利用尧地质环境监测尧生态
恢复重构尧绿色开采等遥煤炭地质向广
度尧深度的延伸拓展将继续袁最突出的
特征是知识尧技术更新速度快袁智能化
发展迅速袁因此袁我们必须提升地质工
作的科技水平袁向精尧准尧特尧优尧智方向
迈进遥

经历了地质勘探的变革袁在为地质
勘探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袁我有感而发
创作了叶地质勘探抒怀曳二首遥

渊一冤

煤田地质有规范袁 三类九型是指
南遥煤层对比很重要袁变化规律要弄清遥
地质报告是产品袁 普查详查和勘探曰地

质理论来应用袁地面地下要结合遥重要图
件内容多袁钻探物探相结合袁线条绘出古
面貌曰 煤矿地质有规定袁 矿井类型要划
清遥

复杂因素来分析袁服务开采要精细遥
隐蔽致灾是隐患袁提前防治最关键袁采空
裂隙和瓦斯袁冲击地压陷落柱袁地质工作
作保驾遥煤矿专门防治水袁细则要求很明
确遥顶板底板奥灰水袁探泄疏降和注浆遥
地质变化很复杂袁探采结合要补勘遥发挥
地勘之优势袁综合技术再创新遥

渊二冤

地质鉴定员袁重点把煤守遥多半在夜
班袁提钻准确判遥误差关把严袁数字测井
准袁厚度详解释袁达到毫米级遥填图最艰
苦袁起早又贪黑遥自带干粮馍袁形容像讨
饭遥上峁又下沟袁能把腿跑断遥地质现象
点袁不能有遗漏遥

风吹和雨打袁夏天太阳晒袁半年才回
家曰测量苦又累袁仪器肩上扛袁引导线定
点曰地质勘探员袁艰苦又奉献遥探出大煤
田袁立了汗马功遥现在要转型袁提质再换
挡遥创新来赋能袁顺应新时代遥

殷 杨宏科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书写地质勘探壮歌
如今袁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袁社会全面进步袁国家综合

实力显著提高袁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有体现遥
前不久袁父亲来到我家袁兴冲冲地对我说袁河里有一尺

多长的鱼袁他买了钓鱼竿袁准备和新结交的几位野老哥冶到滏
阳河享受垂钓的田园生活遥

美丽的滏阳河由北向南流经邯郸市区袁 成为防内涝的
重要野功臣冶遥我家就住在滏阳河与沁河的交汇处袁窗外是秀
丽的河边风景遥近几年袁沿河的治理越来越人性化袁风景也
越来越好遥四五米宽的河面上种植了艺术花草袁造型奇特曰
河中增加了喷泉袁静谧的河水瞬间变得灵动起来曰两岸栽上
了各种绿植袁高大的垂杨柳袁造型各异的桃树尧李子树袁成片
的冬青尧绿草袁等等遥春天袁桃花尧杏花竞相开放袁花香给过往
的人们带来一份愉悦遥

沿河大道平整宽阔袁没有机动车袁女儿上下学不仅可以
自己步行回家袁还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遥我每天都会早早
起床袁在沿河大道上跑步遥这里绿树成荫袁空气清新袁处处可
见跑步的尧跳舞的尧练剑的人们袁生活气息十分浓厚袁公园式
的城市建设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遥

小区外环境改善了袁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大变化遥去年开
始袁国家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袁我所在的地质院
小区就享受到了这项野福利冶遥小区楼房外墙得到维修和粉
刷袁增设了一些基础设施袁路面也得到拓宽硬化袁还增加了
文化墙和健身休闲场地噎噎一整套野改造冶下来袁已有三四
十年历史的小区面目一新袁实现了野逆龄生长冶遥

野小区环境好了袁各方面都感觉顺心袁我现在每天都和
姐妹们一起在广场上锻炼袁 再不用往远处的公园里跑了遥冶
正在太极轮前锻炼的张阿姨说遥野以前总怕孩子被绊倒袁现
在小区新建了活动场地袁地面铺了橡胶袁还有秋千尧跷跷板
这些儿童设施袁小孩跑来跑去太开心了遥冶几个看孩子的大
人聚在一起说道遥在小区溜达一圈袁你会发现袁车辆尧行人各行其道袁道路分界
线很清楚袁通行也很顺畅遥改造后的小区还增加了大量的机动车停车位袁改善
了乱停车现象遥娱乐区尧晾晒区井然有序袁文化墙起到了价值导向尧文化传承的
作用遥

国家高瞻远瞩尧 实抓真干袁 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遥 小区的内
外环境都得到改善袁 人人享受着国家带给我们的好处袁 脸上都绽放着发自内
心的笑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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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贾战军 渊河南局资环三院冤

钻探行
渊一冤

狂风肆虐毁我舍袁
黄沙弥漫路不见遥
勘探健儿无所惧袁
勇立潮头敢为先遥

渊二冤
风沙过后见云天袁
一片狼藉笔豪现遥
重整旗鼓另开工袁
地下乌金早日显遥

儿时袁我的故乡
就是天堂
有母亲的陪伴
还有老师那飘舞的霓裳
纤纤手指擦拭着我沾泥的脸庞
给我知识给我力量
也给了少年懵懂对异性的渴望

偷偷瞄一眼老师那美丽的脸庞
小鹿便在心中乱撞

如今袁我在异乡
故乡于我就是一种信仰
回不去的故乡啊袁永远刻在了
我的心上

殷 华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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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浙江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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